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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一种自行设计的自动定标器 o 该自动定标器采用微控制

器 LPC936 作为主控芯片，利用该微控制器集成的计数器对外部脉

冲进行计数 o 软件系统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Smal1 RTOS 设

计 o 该定标器同时具备数据存储、计算等功能，适合应用于要求低功

耗、低成本的场合，目前已在一种表面污染测量仪中得到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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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lf-designed automatic scaler is introduced. A microcontroller LPC936 

is used as the master chip in the scaler. A counter integrated with the micro

controller is configured to operate as external pulse counter. Software employed 

in the scaler is based on a embedded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named 

Small RTOS. Data storage , calculation and some other functions are also 

provided. The scaler is designed for applications with low cost , low power 

consumption solutions. By now , the automatic scaler has been applied in a 

surface contamination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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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在焦表面污染测量仪研制过程中，需要设计一种低功耗自动定标电路，完成脉冲信号计

数、污染水平计算以及测量数据的保存和查询等功能。传统的自动定标器由高速同步计数

器及部分门电路组成，一般只能用来定时、计数，不具备数据处理能力，随着微处理器应用的

日益广泛，目前便携式辐射监测仪器中自动定标单元大都由微处理器及少量配套电路组成，

具有成本低，结构简洁，控制功能灵活等特点。本文介绍的自动定标器基于微处理器和嵌入

式操作系统设计而成，可以满足氟表面污染测量仪定时、计数及数据处理的要求。

1 设计参数

(1)计数容量 :232;

(2) 定时: 1-----9 999 S; 

(3) 参数设置及污染水平计算;

(4) 测量数据保存与查询;

(5) USB 接口与微机通讯;

(6) 功耗 :50 mW; 

(7) 体积: 110 mmX 40 mmX 90 mm 。

2 硬件电路组成

硬件电路由微处理器、实时时钟、复位监控电路、键盘以及 LCD 显示单元等组成。原理

图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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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动定标器原理图

83 



微控制器选用 Philips LPC936 ，该芯片基于一种高性能的处理器架构，指令执行时间为

2-----4 个振荡周期，并且集成了计数器和 EEPROM ，

RTC , WatchDog ， ADC 等电路单元，能以三种节能

模式运行，功耗较低。

电路中采用低功耗时钟芯片 PCF8563T 为系统

提供高精度时间基准，时钟芯片 PCF8563T 使用

32.768 kHz 晶振，通过 rzc 总线与微控制器通讯，

可编程输出 1 Hz , l 024 Hz , 32.768 kHz 时钟信号，

本系统配置为使用 1 024 Hz 时钟信号作为计数过

程中的定时基准。同时 PCF8563T 还提供年、月、

日、星期等日历信息。

为保证微控制器可靠复位，电路中使用微功耗

电源监控复位电路 CAT809S 对微处理器电源电压

进行监控，并提供复位信号。

使用 LPC936 微控制器集成的可编程计数器

口，对输人脉冲(TTL 电平)进行直接计数， T1 配置

为 16 位计数器。当 LPC936 微控制器使用集成 RC

振荡器并工作在7.373 MHz时， T1 允许输入周期性

脉冲最大频率为1. 8 MHz，如有更高计数率的要求

可以通过前置分频电路进行扩展，输入采用二极管

限幅电路，对最大输入脉冲幅度进行限制。利用软

件对计数容量进行扩展，这种办法可以满足本系统

对脉冲计数实时性的要求，考虑到实际需要，计数容

量定为 232 。

LCD 显示单元选用 128 X 64 图形点阵液晶显

示模块，键盘包括 8 个按键。

3 软件

自动定标器软件以嵌入式操作系统 Small

RTOS51 [lJ为核心设计而成，各项功能设计为优先

级不同的任务，由操作系统调度执行。系统任务包

括键盘扫描任务，键盘命令处理任务，读计数器任

务，周期性显示测量数据任务，AD 转换任务等。其

中键盘消息处理任务包括了人机界面部分。其他任

务较简单，完成的主要功能包括定时测量、周期性数

据显示、参数设置、计算、测量数据保存、历史数据浏

览、电池电压高压监测以及通讯等。键盘消息处理

任务流程图见图 2，任务捕获按键消息后，按照系统

状态编码散转到不同子程序模块中执行相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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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键盘命令处理任务流程图



其他任务流程图在此不作说明。

4 测试与验证

准确定时及计数是自动定标器的核心功能，用上海元线电厂 AS1636 函数信号发生器

输出不同频率脉冲CVpp 5 V，上升时间<20 ns) 到自动定标单元，验证系统计数、定时的准

确性。测试结果见表 10

表 1 周期性脉冲计数测试结果

输入脉冲频率1Hz 计数值Is-1 输入脉冲频率1kHz 计数值lç1

1. 00 1 ,1, 1 10.001 10 00 1, 10 001, 10 000 

10.00 10 ,10 ,10 100.01 100009 ,100010 ,100009 

100.00 100 ,100 ,100 1 000.0 1 000 030 ,1 000 022 ,1 000 033 

1 000. 0 1 000 ,1 000 , 1 000 

AS1636 函数信号发生器频率显示准确度为 1 X 10- 4 士 1 个字，测试结果表明仪器计数

定时准确度较高，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5 结论

基于微处理器的自动定标器可以满足一般辐射监测仪对脉冲计数实时性的要求，并能

对计数值进行灵活处理，直接显示:待测物理量的数值，具有较好的人机界面;同时由于采用

了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提高了软件的可维护性，方便了仪器功能的升级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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